
如此多大腕的加盟《北平无战事》，

也让外界直呼，不知道多烧钱。制片人侯

鸿亮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两年前看到

剧本时， 就被剧本中每个人物鲜明的形

象所吸引，“一部电视剧能够塑造一个

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北平无战事》中，每一个的人物形象

都很鲜明， 这很不容易。” 在侯鸿亮看

来，《北平》肯定要请好演员来，才能把

握人物灵魂，“看剧本时就知道，这部戏

六七千万是拍不出来的。”

很多人问侯鸿亮，请如此多影帝来，

要花多少钱？侯鸿亮称，大腕们都是被本

子吸引，全部是友情价，所有人的片酬加

起来，不超过总投资的一半。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近日播出引发热议的 《北平无战

事》，演员阵容实在很容易让人震惊。在

偶然扫到这部剧的最初十几分钟里，看

到了至少五个国内最一流的男演员先后

出现。陈宝国、刘烨、廖凡、倪大宏、王庆

祥， 甚至久未露脸的焦晃， 这样大的阵

仗，国产剧里应该多年没见。等到追剧之

后才发现，原来，这部电视剧里打酱油的

演员都是来“飙戏”的。可演员的优秀还

只是《北平无战事》各种优秀里的一部

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部站在

中国电视剧高峰的作品。 这部拍出了电

影质感的电视剧，从剧本到导演、从叙事

到画面， 都已经自我考究完善到了一定

的程度， 以至于没有太多可以让观众挑

剔的地方。

电视剧的“成功”似乎从来不是以

艺术质量为定义， 收视率有时候要占据

更重要的标准。 无可挑剔不代表人人要

看，艺术质量也永远不意味着收视保障。

譬如，可以提一下电视剧《生死线》———

这部同样艺术而深邃的抗战剧， 并没有

掀起和它品质相匹配的收视波澜和大众

影响力。而《生死线》的制片人和导演，

与这部《北平无战事》一样，都是侯鸿亮

和孔笙。当然，一个团队有了超越市场的

勇气和理想， 他们的作品就会有不一样

的光芒。《北平无战事》看上去依然不完

全是为这个市场准备的。

不过，《北平无战事》的理想显然不

止于艺术。 它让人看了一两集就有热血

涌头的观剧感受，也不只是来自艺术。

这是一部回溯国民党溃败前国共在

社会各个层面决战的作品， 它有历史宏

大叙事， 但最终还是聚焦于当时国民党

层层贪腐的史实。 全中国最金牌的历史

剧编剧刘和平，花了7年时间，查阅了各

种资料，为的就是把这个史实，鞭辟入里

和抽丝剥茧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整个

创作团队， 似乎也在倾尽全力地让这段

历史真实化， 从细节之考究到表演之斟

酌，《北平无战事》 对民国历史的再现，

让人感觉有那么点“文物修复”的追求。

可真的有必要如“文物修复”般拍一段

历史吗？一个编剧，在中国电视剧的大好

年代，把最挣钱的时光，花在了“考究历

史”这个工作上，写进了一部不一定能

通过审查的剧本。一个制片团队，在投资

方7年间一换再换的境况下，把这个项目

扛到了最后。这么多影帝大咖，把片酬砍

到脚趾，自己抢着要演一个角色。吸引他

们的，应该不只是再现历史。

《北平无战事》 照见了民族的忧

患，也照见了文艺人的忧患。当然，文艺

人只有良知和勇气是不够的，文艺人得

有方孟敖这样开飞机的专业水平，有梁

经伦这样搞经济的强大实力，才能最终

实现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幸运的

是，《北平无战事》的创作团队里，集中

了中国电视剧界的方孟敖和梁经伦。如

此这般，不管收视如何，无论投资成败，

7年的艰辛波折， 在这部电视剧被中国

人看到的那一刻，都是有意义的，都是

值得的。

1948年， 国共两党已

届决战， 国统区经济全面

崩溃。蒋经国的“孔雀东

南飞”行动命何其沧与方

步亭推行币制改革， 目的

是从人民手中掠夺黄金白

银外汇。千钧一发的时刻，

中共中央为了和平解放北

平， 进一步和平解放全中

国的更多城市， 答应傅作

义将军和谈要求， 让潜伏

于国民党空军内的中共地

下党员方孟敖（刘烨饰）

执行新的命令。

这部剧

照见民族的忧患

也照见

文艺人的忧患

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边。

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之后，中国王牌剧作家刘和平倾心打造的又一部大剧。

随着《北平无战事渐入佳境，观众称

赞其为“国剧良心”，部分剧情也与当下

热议的反腐问题十分契合；编剧同行则感

慨《北平无战事》的编剧刘和平用七年下

了一盘“大棋”，用编剧史航的话来说，是

实现了 “一次文学跟史学的对接和面

对”。而刘和平对自己的评价则是“尊重

历史”。

记者： 在本剧定名 《北平无战事》之

前，听说剧名曾改动了好多次。

刘和平：

原来想叫《明月照人1948》，

后来觉得太文艺了。 后来取名 《北京不

战》，又太像商业片。我自己最满意的名字

是《最后的王朝》，但是申请立项的时候，

被改成《北平无战事》。

记者： 你这次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什

么？

刘和平：

我是非常尊重历史的。回头

看历史特别难说、难写、难拍，所以我们现

在大批的网络小说家都是写架空历史。以

前大家可以各人说各话，现在不行，因为

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 还得按正史来

写、来拍、来演。所以剧里说共产党的时候

理直气壮， 说国民党的时候也相对客观。

这个片子，台湾那边看了也会服气。

记者：听说《北平无战事》的小说版会

在台湾出版？

刘和平：

台湾时报出版集团说会出

这个小说，而且请了很多名人点评。我更

多是尊重历史， 希望让今天在北京生活

的人再看看， 当年解放军是怎么进北平

的。因为大家确实把历史都忘记了，而且

拒绝现实。

记者：《北平无战事》完成以后，总局

审查给了很多修改意见，有没有对作品伤

筋动骨？

刘和平：

没有。审查的领导也跟我说，

没有谁对谁错， 包括专家的意见也未必

对，需要改动并不是因为对错。

记者：你写的蒋经国，跟别人写的蒋

经国，有什么不一样？

刘和平：

因为1948年4月蒋经国在南

京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铁血救国会，剧

中多次出现的台词，“一手坚决反共，一手

坚决反腐”，就是在那次成立大会上的宣

言。我看了当年蒋经国很多的日记、讲话

等等，他平时讲话没有这么高水平。我觉

得蒋经国这个人可能也是国民党里少有

的私德无愧的，包括他最后一个学生马英

九，就算有再多民众反对他，至少他私德

无愧。所以很难得，这里面的曾可达（董勇

饰演）也是这样的人，可是大多数人都不

喜欢曾可达吧。

记者：剧中有很多的旁白，是剧情的

特殊安排吗？

刘和平：

是。旁白也都是锤炼过的，而

且这么安排不是为了简单地向观众交代

剧情，如果是这样我就会像《夜幕下的哈

尔滨》一样，专门安排一个人去说。不得不

说，因为写的时候我不太考虑观众。我比

较考虑拍摄现场，如果这个镜头没有我不

会写，这个机位没有我不会写，演员如果

表演从这起来到哪坐下我不明白，我不会

写。这个时候还考虑那么多观众怎么想的

话会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记者：你对于演员刘烨或者是祖峰的

表现是否满意？

刘和平：

我对每个演员都非常满意，

我从来不说假话， 不满意就是不满意，但

是这部戏里面每个演员，哪怕“打酱油”

的，哪怕有一些特年轻的，都很满意。我爆

一点料，最早我跟导演商量的时候希望都

找大牌来演， 最后还是起用新人的原

因———第一成本太高， 第二人情欠不起，

第三希望这部戏出一些新人。评价一部戏

成功不成功，能不能抬出一些新人也是一

个标志。

记者：有人说，“《北平无战事》用‘反市

场’方式取得了胜利”，你自己怎么看？

刘和平：

我这个剧更多的是盯着有大

学学历以上，或者大学学历以下平时就喜

欢历史的人群。就这一点，这些人都来看

的话，收视率也已经很高了。第二点就是

我对重播率特别有信心，哪怕你从头到尾

看过第一遍，第二遍感受会不同，第三遍

感受也会不同。 所以当时跟创作班子说

过，希望最后拍出来初读如重读、重读如

初读，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第三点我们

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也不能够

没有东西跟国外比，人家日本每年一部大

和剧，国家出钱，根本就不讲收视。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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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新生活从头开始

自9月30日， 陈婷开通新浪微博以来，

她积极和外界分享了与张艺谋以及孩子在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十分活跃。俨然成了继

张伟平后张艺谋的新任发言人。昨日，陈婷

更是在微博贴出给张艺谋理发的照片，声

称给张艺谋理发十多年了，自称“张艺谋

御用理发师”，引发众多网友围观。

据成都商报记者统计， 截至昨天下午

五点，陈婷已经发了16条微博，微博粉丝6

万多，从秀恩爱到澄清绯闻，陈婷的微博涉

及面非常广泛。10月11日，陈婷转发了一条

寻人微博， 帮忙转发寻找四川温江失踪儿

童。昨天凌晨，陈婷再次更新微博，晒出自

己亲自为丈夫张艺谋理发的照片， 充满日

常家庭生活的温馨，并写道：“这样理发已

经十几年了，张导的发型大家还满意吗。P.

S：我应该认证个‘张艺谋御用发型师’。”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第六展

“文心雕虫———马勇国画作品展”19日将亮

相东郊记忆岁月艺术超市。“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是我们要吸取的重要营养， 我现在的

绘画就是好看、好玩、古典、高雅、有趣、繁的

也行、简的也可、可色可墨，画自己想画的。”

入选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国画版块

的青年艺术家马勇，6岁起便师从花鸟画名家

陈承基。首次举办大规模个展，马勇表示很开

心，“至少你做的事情被承认了。” 展览将展

出马勇近50幅作品，展期从10月19日至29日。

“我画了一些轻松的东西，比如常见的瓜果、

野花，现在正好是秋天，所以我也画了很多草

虫，春华秋实之感。希望我的作品能使观者感

到轻松。”

作为马勇的启蒙老师，陈承基评价，“马

勇从小就喜欢传统的东西，养养小虫、花草，

把弄古玩和传统家具。他的悟性很好，比一般

人进步更快。 所以我单独带他画画的时候都

是放任他自由发挥，画他自己想画的东西。”

马勇也回忆说，“老师教给我更多的是艺术

的思维和绘画的想法。我只想很简单地、老老

实实地画。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我们很方便

找到任何想找的艺术资料。 而我们现在的优

势恰恰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劣势， 因为我们吸

入得太多， 怎么样去过滤筛选是需要我们思

考的问题。” 马勇对于自己的创作表现出一

种不满意的状态，“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艺术

家的作品风格面貌可能都有一些变化， 我还

有画下去的空间。我想，老老实实地画画，去

画心中所想， 随着性情去表达我想表达的东

西，有感情的作品观者一定会看得出来。”

艺术批评家吴永强形容马勇的作品“无

论是落墨为篇，还是赋彩成章，他的画总是

生力弥满，清气回荡。观其笔下的没骨花鸟

画，落墨为色，水逐趣灵，而色与墨交相辉

映，生机勃发。”有一种“端庄杂流丽，刚健

含婀娜”的味道。在他看来，就在其没骨花鸟

画广为众人接受之时，马勇又开始启用“骨

法”，并常常使用“焦墨”，在纯粹的平面关

系中，探索黑与白的极限。构造出一个符号

化的昆虫世界。 陈承基对马勇的期望很高，

“作为老师来说, 学生的天赋很好， 悟性很

高，你不能去给他设定一条路，或者走老师

的老路，而是需要他自己去探索，在这个过程

中他做了很多的尝试，涉略诸家。他现在画的

草虫，非常体现线条的功力。从今年来看马勇

的绘画格调变高了， 还能博采众长， 为我所

用，是一个大的飞跃。”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电影家于敏逝世 享年100岁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昨天，成都

商报记者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获悉： 著名电

影家、作家、文艺理论家，长影原著名编剧

于敏因病医治无效，10月13日中午在京逝

世，享年100岁。于敏曾经创作了新中国第

一部长故事片《桥》，编剧《赵一曼》《炉

火正红》《高歌猛进》《无穷的潜力》等多

部电影剧本， 上世纪80年代创立并参与中

国电影金鸡奖评选， 是一位为我国电影事

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

于敏生于1914年，1947年进入东北电影

制片厂（长影前身），正式踏上电影之路，并

于第二年创作完成自己的首部电影文学剧

本《桥》。在动笔之前，于敏怀着满腔热情到

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 一方面帮助

工会工作，一方面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三

个月后，他写出了《桥》。剧本通过工人阶级

为支援解放战争而抢修江桥的感人故事，

歌颂了他们在战争中克服一切困难所建立

的丰功伟绩， 显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

气魄和精神风貌。《桥》揭开了新中国故事

片史的第一页，当时有评论说它“为人民影

剧开拓了新的园地和新的道路”。

据悉， 于敏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014年

10月21日上午十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梅

厅举行。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任宏伟 摄

影记者 郭广宇）

昨天，拥有歌手、音乐导

师、 舞台剧演员等多重身份的魏雪漫做客

成都商报明星热线，与粉丝畅谈创作趣事，

面对热情的粉丝，魏雪漫十分贴心，她不仅

关心粉丝的工作和生活， 还和粉丝分享了

美发心得。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魏

雪漫谈起自己参加《中国好声音》的难忘

经历，她说通过这次比赛自己收获很多，她

更是把“好声音”比作一场庄严的游戏。

瓜果野花草虫 尽显春华秋实

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第六展“文心雕虫———马勇国画作品展”19日亮相东郊记忆

吉尼斯中国之夜

7天诞生50项世界纪录

由央视正大综艺团队打造的2014年国

庆档《吉尼斯中国之夜》于国庆期间在央

视一套播出,7期节目中,全球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数百位挑战者挑战耐寒极限、 高台浅

池跳水、冲撞钢化玻璃等项目，共诞生了50

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季《吉尼斯中国之夜》于国庆期间

播出，在十一黄金周连续七天的播出中，平

均收视逼近1%，17：55分的次黄金播出时

间却取得了诸多节目在黄金档才会有的收

视成绩。其中,“冰王”金松浩挑战低温极

限，最软美女惊艳登场，六小龄童挑战吉尼

斯， 喷水狂人叫板潘长江等挑战项目和话

题都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

本季《吉尼斯中国之夜》中，栏目组还

特设了明星观察团，与其他节目不同，这批

由撒贝宁、六小龄童、寇乃馨和李小鹏组成

的观察团并非只是来做挑战见证， 还参与

了“TOP10”项目的评分。

（邱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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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共内战为背景的

53集史诗大戏《北平无战

事》10月6日在北京卫视、

天津卫视、 河南卫视等开

播以来， 因其在剧本、制

作、文学、史学价值及人

文精神上的精湛追求，以

及反腐等直指社会热点

的题材， 实现了良好的

“口碑效应”。金牌团队、

七年磨一剑、新老戏骨加

盟，让它兼备“品相”与

“深度”。 如今该剧牢牢

占据黄金档第二的座位，

豆瓣评分直飚到9.3分，直

接超越2011年8.8分的《后

宫甄嬛传》和2006年9.1分

的《士兵突击》。

《北平无战事》改编

自刘和平同名小说，孔笙、

李雪导演，刘和平编剧，陈

宝国、刘烨等主演。曾执笔

《雍正王朝》和《大明王

朝》的刘和平说，做《北平

无战事》，“有一个引领的

责任在身上”， 当下的时

机对这部片子特别宽容。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七五事件”

1948年7月4日，北平当局通过《救

济来平学生办法》， 决定停发东北流亡

学生的公费， 并且北平市参议会通过

《征召全部东北（流亡） 学生当兵》议

案。 流亡学生认为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

惠东要将他们送去当兵， 在7月5日聚集

到许惠东住宅前抗议， 原国民政府主席

北平行辕参谋长王鸿韶叫学生派出代表

谈判。谈判结束，学生代表走出准备宣布

结果时，学生们拥向门口处，华北剿总副

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调来的青年

军第208师搜索营， 向学生开枪射击。在

此次惨案中，死者9人（学生8人，无辜商

人1人，国民党官方口径死亡3人），伤者

48人。

笕桥机场

1930年， 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

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

中央航空学校。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

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

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至1937年抗

战前，共培训学员500余名。

民食调配委员会

国共内战期间， 经济凋敝， 民生堪

忧， 国民政府在各地成立民食调配委员

会，以解燃眉之急。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

会成立后，负责向工厂、手工行业、学校、

医院、慈善团体等特定对象配米，所需粮

食由粮食部供给。 从1947年到1949年的

两年时间里， 这个组织一定程度上维护

了社会秩序和市民生活的稳定， 保证了

中下层市民基本的生存和粮食消费。但

是，当时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前方吃

紧，后方紧吃”是常态，民食调配委员会

掌握的物资， 也成了走私和贪污的重灾

区。

据《东方早报》

《北平无战事》编剧刘和平七年磨一剑

像“修复文物”般重现历史

《咱们结婚吧》

电影版黄海波没戏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咱们结婚吧》

导演刘江处获悉，由其执导、高圆圆主演的

同名电影《咱们结婚吧》已经拍摄了大半。

此前有传言称，《咱们结婚吧》电影版本来

准备沿用电视版的阵容， 但黄海波因为嫖

娼事件，最终被换下。昨日，导演刘江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予以了否认。

不久前， 黄海波因为嫖娼被抓。 刘江

称，“之前我对海波这事儿有一些评论，但

之后被媒体和网友曲解， 现在也不敢说

了。” 对于黄海波被除名的说法，刘江沉

默了几秒钟，给予了否认，“这部电影筹备

于去年，并非是因为海波出事才换人。”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北平无战事》

那些历史关键词

评分超越

“甄嬛娘娘”

大腕齐聚

都是友情价

魏雪漫：“好声音”

好比一场庄严的游戏

马勇作品《种豆得豆》

刘烨 祖峰

廖凡

陈宝国 焦晃 倪大宏

北京卫视

19:33~21:00

天津卫视

19:30~21:10

河南卫视

19:35~21:10

（最终时间以电视台播放

为准）

在爱奇异、搜狐、乐视等网

站也能观剧


